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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ybersecurity Industry Alliance

关于公布 Win7 有关安全加固产品和解决方案信息的

通知

CCIA 秘[2020]008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应对 Windows 7(Win7)操作系统停止更新后带来的安

全风险，以及目前我国大量用户继续使用 Win7 的实际现状，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面向会员单位征集了 Win7 有关安全

加固产品和解决方案，现面向社会公布，有需求者可联系接

洽。

附件：Win7 有关安全加固产品和解决方案信息汇总表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秘书处

2020 年 2 月 14 日



附件：

Win7 有关安全加固产品和解决方案信息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介绍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应用行业

或领域
是否免费

获得途径

（下载链接等）
证书名称及编号

1

哈尔滨安

天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智甲终端防御系

统

智甲终端防御系统面向政

企客户的端点综合安全防

护软件。全面适配包括

Win7 的主流操作系统各种

版本，可为办公机、服务

器、虚拟化节点、移动设

备、国产化计算机、各类

自助终端、工控上位机等

各类端点场景提供多层

次、全周期的动态防护能

力。

该产品基于自主先进检测引擎，

内置补丁统一分发、全网端点配

置动态调整机制，强化 Win7 操

作系统底层安全。通过对 Win7

终端的各项配置进行加固以增

强威胁对抗能力。以信誉验证机

制支撑专属环境安全，强主防内

核有效拦截阻断攻击链。

政府、军工、

电力、能源、

金融、制造业

等。

收费，可试

用

咨询热线：

400-8409234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安天智甲终端防御系统 V3.0

证书编号：0106180826

2.涉密信息系统产品检测证书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7C05533

3.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军 B+级）

证书编号：军密认字第 2142 号

4.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级别：EAL2）

证书编号：CNITSEC2018PRD0814

5.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安天智甲终端防御系统【简称：安天智甲】

V3.0

软著登记号：2018SR459346

2

北京天融

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

限公司

天融信终端威胁

防御系统

天融信终端威胁防御系统

是一款可对终端进行病毒

防御、系统加固、漏洞修

复、外设管控的安产品，

系统病毒检测能力强、占

用资源低、有效拦截外部

攻击，可针对 win7 等系统

进行安全加固，有效保障

终端电脑运行安全。

该产品可有效防御病毒、木马、

恶意软件、漏洞利用攻击。支持

对系统漏洞修复，U 盘管控、远

程协助、非法外联等监测及管控

能力，支持对无官方补丁的漏洞

进行主动防护，windows7 停止

更新后也能持续保障系统安全

医疗、政府、

教育、军队、

运营商、能源

等。

个人版免费

企业版付费

下载地址：

edr.topsec.com

.cn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天融信终端威胁防御系统 v1.0

证书编号：0106190954

2.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军 C 级）

证书编号：军密认字第 2305 号

3.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级别：EAL3+)

证书编号：CNITSEC2018PRD0838

4.IPv6 Ready Logo 认证

证书编号：02-C001997

5.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天融信终端威胁防御系统 V1

软著登记号：2017SR564451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介绍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应用行业

或领域
是否免费

获得途径

（下载链接等）
证书名称及编号

3

杭州安恒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EDR（明御主机安

全及管理系统）

安恒 EDR 是一款集安恒多

年在攻防研究领域研究并

囊括病毒查杀、攻击防护、

资产管理、网络及主机安

全加固等多维安全功能的

终端安全管理产品，能够

有效帮助用户统筹管控全

局终端安全态势，全方位

立体保护各类包括

windows/linux/unix 等类

型终端安全稳定运行。

可以通过其病毒自动查杀技术、

主动防御技术、虚拟补丁技术加

强针对 win7 系统的入侵识别和

防御，可持续对未来公布但未修

补的漏洞和攻击进行加固防御

和漏洞利用行为的阻止。

政府、医疗、

企业、教育、

运营商、能源

等。

否

咨询当地销售或

拨打服务热线：

400-6059-110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明御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 V2.0

证书编号：0106191746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明御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软件 V2.0

软著登记号：2018SR259687

4

北京北信

源软件股

份有限公

司

内网安全管理系

统/主机监控审

计与补丁分发系

统

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系统

Win 7加固解决方案包含了

安全基线，补丁管理，系

统加固和防病毒四大功

能。

北信源内官网安全管理系

统本身也具备优秀的安全

防护性能，专用 Win 7 加

固模块更能针对性解决

Win 7停服带来的各种安全

问题。

该产品具备的四大功能可解决

的主要问题包括：1.安全基线功

能可以帮助终端用户按需配置

操作系统基线，避免因为系统配

置的脆弱性而给黑客带来可乘

之机，提高系统的安全性。2.

补丁管理功能可以为用户提供

北信源经过多方搜集并安全验

证后的 Windows 7 系统补丁，并

能够为终端用户操作系统自行

安装补丁。3.系统加固功能包含

了数据防火墙，恶意代码检查等

多个加固功能，能为 Win7 终端

提供有效先进的防黑加固防护。

4.这套内网安全管理系统还内

置了病毒查杀策略。管理员可通

过下发全网病毒查杀策略，定时

进行查杀病毒。

政府、能源、

金融、军队军

工及企事业单

位等。

收费，可试

用

咨询当地经销商

或拨打服务热

线：400-8188110

www.vrv.com.cn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系统 V6.8

证书编号：0405190343

2.涉密信息系统产品认证证书：

1）名称：北信源主机监控审计与补丁分发系统

V6.6.02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8C06981

2）名称：北信源主机监控审计与补丁分发系统

V6.6(单机版)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7C05768

3）名称：北信源主机监控审计与补丁分发系统 V8.1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8C06270

3.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名称：北信源主机监控审计与补丁分发系统

V6.6.02

证书编号：2015162312000419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介绍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应用行业

或领域
是否免费

获得途径

（下载链接等）
证书名称及编号

5

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奇安信终端安全

Win7加固防护解

决方案

奇安信天擎内置 Win7加固

功提供漏洞级的安全防护

能力，该功能基于内存指

令层的漏洞攻击检测技

术，融合了机器学习等 AI

技术，脱离了对具体漏洞

特征、文件特征、行为特

征的依赖，即使在断网情

况也不影响防护效果。

该产品解决了 Win7 停服后政企

终端面临的恶意软件攻击的风

险问题，保障广泛应用在政企的

Win7 终端的安全稳定运行。同

时该产品也立足 Win7 客户升

级、过渡、切换三大应对场景和

安全运营的长效机制，帮助客户

顺利升级、安全过渡和平稳切

换。

政府、企业、

卫生、教育、

能源、金融等。

该功能不单

独收费，整

合在现有产

品防护能力

中

奇安信官网终端

安全产品目录中

下载

www.qianxin.co

m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网神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V7.0

证书编号：0405190265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网神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V7.0

软著登记号：2016SR389982

3.涉密信息系统产品检测证书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7C05806

4.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级别：EAL2)

证书编号：CNITSEC2019PRD0941

5.IPv6 Ready Logo 认证

Logo ID：02-C-001804

6

北京知道

创宇信息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御点

御点是腾讯公司和知道创

宇联合开发的一款企业级

产品，将百亿量级云查杀

病毒库、引擎库以及腾讯

TAV 杀毒引擎、系统修复引

擎应用到企业内部，为企

业级用户提供终端病毒查

杀、漏洞检查修复和统一

管控等全方位的终端安全

管理方案。可有效防御企

业内网终端的病毒木马攻

击。帮助企业管理者全面

了解、管理企业内网安全

状况、保护企业安全。

在 windows7 出现高危漏洞，微

软又不继续提供正式补丁的情

况下，提供 Windows7 终端加固

防护功能。御点终端安全管理系

统通过内置 Windows7 加固防护

功能，针对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漏洞入侵、恶意攻击等企业最易

遭遇的安全威胁，定制了热补

丁、网络防御、主动防御三重防

护体系，保障终端系统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1.热补丁：利用内存

热补丁技术修复漏洞；通过改变

设置（端口、注册表等）临时屏

蔽漏洞；2.网络防御：通过网络

流量(内核)禁止漏洞攻击；通过

网络流量（内核）拒绝漏洞代码

入侵；3.主动防御：通过主机行

为监控禁止漏洞入侵。

政府、大型央

企、医疗、金

融、能源等。

收费，可试

用

1.试用下载：填

写产品试用申请

后，可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tenc

ent.com/produc

t/yd/index.htm

l

2.联系知道创宇

人员：李姗姗

13552886063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腾讯御点 2.1.220.401 网络版防病毒产品(一

级品)

证书编号:XKA11278

2.检测报告

名称：腾讯御点

证书编号：委托号 2017-133

3.商标注册证

名称：腾讯御点

证书编号：第九类第 27691193 号

4.商标注册证

名称：腾讯御点

证书编号：42 类第 27703679 号

5.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腾讯御点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简称：腾讯御点]

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2361794 号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介绍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应用行业

或领域
是否免费

获得途径

（下载链接等）
证书名称及编号

7

启明星辰

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天珣内网安全风

险管理与审计系

统

天珣内网安全风险管理与

审计系统是启明星辰结合

在终端安全管理和建设相

关领域多年的实践经验，

自主研发的内网安全管理

产品。从终端基线管理、

终端加固、准入控制、非

法外联、主机防火墙、终

端审计、软件/补丁分发、

外接及移动存储管理、终

端防病毒、数据防泄露等

方面为终端安全提供了全

面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满

足用户的合规需求。

该产品具备独有的安全内核，能

够实现对终端细粒度的控制，保

证终端用户行为按照预定规范

执行，通过对系统进程红、白、

黑名单类型的管控，使病毒或恶

意代码的攻击成为无源之水。利

用内置网络管控功能实现对系

统的威胁主动防御和网络行为

控制。通过对桌面的合规化，增

加攻击者获取权限渠道的成本。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Windows7

操作系统微软官方补丁管理方

案，二次验证，确保补丁本身的

安全可靠性，适应大规模，分布

式场景，支持 P2P，针对带宽资

紧张场景优化。 通过 EDR 技术

检测已知攻击，防御未知威胁，

并对攻击路径进行追溯，杜绝各

种潜在攻击和违规行为所带来

的安全风险， 保证终端桌面合

规安全运行。

电力、运营商、

金融行业、政

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

否
https://www.ve

nustech.com.cn

1.销售许可证证书：

名称：天珣内网安全风险管理与审计系统 V6.6 非

授权外联监测（行标-基本级）网络版防病毒产品（合

格品）；

证书编号：0405190697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天珣内网安全风险管理与审计系统 V6.6

证书编号：2006SR00069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名称

安全加固产品

/解决方案介绍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应用行业

或领域
是否免费

获得途径

（下载链接等）
证书名称及编号

8

亚信科技

（成都）有

限公司

防毒墙网络版-

漏洞防护（VP）

亚信安全的漏洞防护产品

使用虚拟补丁等技术帮助

用户解决端点漏洞防护和

网路防护的各种问题，包

括在主机侧使用高性能、

低功耗的入侵防御和零日

漏洞攻击检测引擎，能够

检测网路协议的偏差，标

记为攻击行为的可疑内

容，以及违反安全策略的

流量，从而在端点更新漏

洞修复补丁之前，阻断针

对些漏洞的网络攻击。

漏洞防护还可以和亚信安

全的其他端点防护产品协

同工作，从而为企业内部、

外部、漫游的各种端点提

供更全面的防护。

该产品采用虚拟补丁技术，虚拟

补丁运行在 Windows7 操作系

统与应用程序的外层，独立的检

查进入到系统之前的数据并过

滤针对漏洞的威胁。也就是说，

虚拟补丁技术不需增加风险更

改已终止支持的操作系统就可

有效的做到漏洞防护。

同时虚拟补丁可以在操作系统

停止服务的时候来实现对于系

统的防护能力。

全行业。 否

https://www.as

iainfo-sec.com

/download/inde

x.html

1.销售许可证

名称：亚信安全防毒墙网络版 officescan v12.0

证书编号：0106190896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亚信安全防毒墙网络版软件 officescan

v12.0

软著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 2207722 号

3.中国软件企业评估联盟软件产品证书

证书编号：川 RC-2016-0146

4.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CMMI5.

证书编号：0200153-01

5.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CNNVD.技术支撑单位

证书号：CNNVD-TechSup-2018-3-21

9

三六零安

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360Windows 7 盾

甲解决方案

360Windows 7 盾甲解决方

案依托于 360 安全大脑，

将缓和引擎、加固引擎、

补丁引擎、虚拟化引擎这

四大引擎整合，从威胁洞

察、漏洞修复、核心加固、

关键程序防护等多维度，

帮助用户及时发现并修补

漏洞，为企业用户构建全

效安全防护网。

该方案可对漏洞进行评估、分

析、防护和修复，解决威胁洞察、

漏洞修复、核心加固、关键程序

防护等问题。同时，该产品还推

出 360 微补丁功能，在面对“双

星”0day 漏洞等突发性高危漏

洞时，可先行自动覆盖漏洞，解

决防护能力滞后问题，全天候守

护 PC 安全。同时对于有需求的

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360 公

司还可以提供专家团队服务，建

立全面的防御体系。

党政、企业、

医疗、银行、

电力等。

个人版免

费；

企业版付费

（可免费试

用 2个月）

1.个人版链接：

https://bbs.36

0.cn/thread-15

829770-1-1.htm

l；

2.企业版可联系

商务人员：范仲

辉 13801325381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名称：360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软件网络版防病毒产

品（一级品）

证书编号：01062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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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六方

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六方领安工业卫

士软件 V2.0

六方云工业卫士产品是一

款基于白名单的主机防护

加固软件，这款产品可以

通过将关键目录进行完整

性保护以及对外部设备进

行限制的方式，针对 win7

的快捷方式漏洞、文件篡

改漏洞等进行防护。

攻击者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

下，可以远程直接攻击操作系统

开放的 3389 服务，在受害主机

上执行恶意攻击行为，包括安装

后门，查看、篡改隐私数据，创

建拥有完全用户权限的新账户。

针对上述漏洞，该产品可通过进

程白名单管控，禁止后门程序的

安装与执行、避免数据的篡改。

水务、军工、

水利、轨交、

煤炭、烟草、

智能制造、燃

气等。

收费，可试

用

咨询热线：

400-6060270

1.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名称：六方领安工业卫士软件 V2.0 文件加载执行控

制

证书编号：XKC60324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六方领安工业卫士软件[简称：工业卫士]V2.0

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2779682 号

3.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

产品（服务）名称：六方领安工业卫士软件

证书编号：XCP2018DZ0736

11

沈阳东软

系统集成

工程有限

公司

东软 NetEye 终

端安全 Win7 检

测与响应系统整

体解决方案

东软 NetEye 终端安全

Win7 检测与响应系统整体

解决方案充分整合了

NetEye 下一代应用防火墙

（简称 NISG）和 NetEye 安

全运维管理平台（简称

SOC）产品，通过恶意软件

检测引擎，采集如网络活

动，进程，注册表，服务

等关键信息，能够提供高

准确率的威胁检测功能，

对于高可信的威胁可以联

动下一代应用防火墙进行

威胁阻断；其中，网络边

界部署 NISG，全面抵御二

至七层攻击威胁，保证关

键业务安全；终端检测和

NISG 的检测数据会被送达

SOC 进行集中存储和分析，

联动终端和网关，防御威

胁。

该方案设计目的是打造端到关

的威胁免疫系统，主要解决三个

方面的问题：

1.威胁防御：终端阻止和清除入

侵，网络阻断攻击；

2.自身稳定：维护系统内环境的

稳定；

3.通过建立终端指纹库和网络

行为库，结合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能力，可以有效阻止威胁。

政府、能源、

金融、医疗等。
否

咨询热线：

400-6556789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V4.

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0218508 号

2.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名称：东软 NetEye 第二代防火墙 NISG6000V4.2（千

兆）第二代防火墙增强级

证书编号：0402180347

3.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东软 NetEye 第二代防火墙 NISG7000V4.2（万兆）

第二代防火墙增强级

证书编号：0402180346

4.涉密信息系统产品检测证书

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NISG6000V4.2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6C05104

5.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EAL3+）

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NISG6000V4.2（千

兆）

证书编号：CNITSEC2016PRD0606

6.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E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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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NISG7000V4.2（万

兆）

证书编号：CNITSEC2017PRD0646

7.中国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NISG6000V4.2（千

兆）（防火墙产品）第三级

证书编号：2015162301000406

8.中国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名称：东软 NetEye 集成安全网关 NISG7000V4.2（万

兆）（防火墙产品）第三级

证书编号：2016162301000472

9.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名称：NetEye 安全运维管理平台系统 V5.0

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121300 号

10.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名称：NetEye 安全运维管理平台系统 V5.0 日志分

析（一级）

证书编号：405180681

11.涉密信息系统产品检测证书

名称：东软 NetEye SOC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V5.0

证书编号：国保测 2017C05875

12.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EAL3+）

名称：NetEye 安全运维平台系统 V5.0

证书编号：CNITSEC2017PRD0726

13.IT 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

名称：NetEye 安全运维平台系统 SOC6000 V5.0

证书编号：ISCCC-2016-V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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